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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沟韭园派出所
扎实开展防诈骗宣传活动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田林
见习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李龙喜
连日来，周口市扶沟县公安
局韭园镇派出所为有效遏制利用
电信和互联网实施诈骗活动高发
势头，为提高辖区村民群众的识
别和防范能力，扶沟县公安局韭
园派出所所长张建坡带领民警、
辅警多次深入辖区广大群众中开
展预防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活动中，韭园派出所广大民

警通过张贴海报，发放宣传资料
5000 余份，现场接受群众咨询，并
向群众介绍电诈主要作案形式和
手段，进行广泛宣传教育提高广
大人民群众防范意识，遇到自己
不熟悉的陌生电话、信息要冷静
思考，一旦遭遇或发现可疑情况
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求助，确保个
人财产安全。
此次宣传活动大大增强了广
大群众对电信诈骗手段的了解，

进一步提高了对电信诈骗的防范
意识，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同
时也避免被骗，让不法分子无机
可乘，从根本上杜绝电信诈骗案
件的发生。
韭园派出所温馨提示：96110
网络反诈骗预警专用号码已经在
周口上线，大家如有怀疑自己可
能在网络手机上遇到诈骗，可拨
打 96110 进行求证，也可拨打 110
报警。①

扶沟金海路派出所
多策并举开展反电诈宣传活动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田林
见习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李龙喜
为进一步提高辖区群众防
骗、识骗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的财
产安全，树立防范意识，最大限度
减少电信诈骗案件的发生，近日，
扶沟县公安局金海路派出所组织
部署警力，继续深入辖区采取多
形式多措施宣传反电信网络诈骗
活动，取得了新成效。
学生暑期放假前，金海路派
出所组织警力深入到每一个中小

学校让学生捎给家长一份反电信
网络诈骗宣传册，提高学生和家
长的自我防范意识，组织民警进
宾馆、进网吧、进超市、进金融营
业网点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宣
传，同时依托“一村一警”入户走
访开展宣传，使反电信网络诈骗
宣传真正入脑、入心，形成浓厚的
反诈骗氛围。
同时，金海路派出所总结反
电信诈骗的特点和规律，推广“扶
沟县公安局金海路派出所”微信

公众号平台，组织民辅警及群防
群治力量的微信群发布反电信网
络诈骗宣传信息，树立广大群众
的防范意识，最大限度减少辖区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生。
根据市县公安机关的统一部
署，各居委会、小区、特业场所在
显著位置利用宣传栏、悬挂横幅
等形式，开展反电诈宣传工作，营
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基本做到人
员聚集场所有提醒，诈骗手段能
识别的目的。①

扶沟柴岗派出所开展反诈骗宣传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田林
见习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李龙喜
扶沟县公安局柴岗派出所针
对“电信诈骗”，为了确保辖区不
发、少发电诈案件，组织民辅警入
户走访开展反电信诈骗宣传，
普及
群众防电信诈骗知识，
制作 300 条
反电诈宣传横幅，
辖区民辅警到各
村、工厂、商场、工地等人员聚集地
宣传，
再次掀起反电诈宣传高潮。
柴岗派出所民辅警针对老年

群体防范较薄弱的实际情况，到
村民聚集地现场讲解电信诈骗案
例，并向群众发放安全防范宣传
页，提高群众防范意识。告诉群
众在接到所谓“公检法”的电话，
要求转移钱款等可疑情况时，首
先拨打 110 报警或联系民警，不要
相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勿轻
信中奖信息。
派出所民辅警还在人员聚集
较多的商场、超市、菜市场、管区

内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各金融
储蓄网点进行宣传。同时，与金
融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告知遇有
疑似诈骗汇款首先通知派出所，
待民警第一时间赶到进行核查，
以确保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并
安排专职民警利用网络信息平台
和手机等通信工具，通过派出所
微博、民警手机 QQ 和微信朋友圈
进行广泛宣传，布下“反诈骗”的
天罗地网。①

扶沟汴岗派出所
“以宣促防”强力开展防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田林
见习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李龙喜
为进一步遏制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高发势头，切实提高人民群
众对电信诈骗的辨别和防范能
力，有效减少电信诈骗案件的发
生。近日，扶沟县公安局汴岗派
出所组织民警深入到镇一中，对
参加中考的学生进行反电诈宣传
活动。
活动期间，民警在校园内悬

挂防电信诈骗条幅、向每位学生
（家长）发放《致全县人民群众平
安建设工作的一封信》；协调老师
开展“小手拉大手，共筑防范墙”
活动。
通过开展防范电信诈骗知
识 讲 座 ，以 通 俗 易 懂 的 语 言 ，向
师生讲解了近期发生在辖区内
多起网络电信诈骗案例，披露了
各类电信诈骗犯罪的手段、特点
及防范措施。同时，建立中小学

电信诈骗防范宣传微信群，在微
信群内以发消息的形式揭露新
型电信诈骗犯罪手法和伎俩，提
高中小学生家长对新型诈骗的
分辨能力。
告诫学生和家长一定要加
强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不要泄
露个人信息资料、不要相信陌生
人 微 信 及 QQ 群 ，不 要 轻 易 转
账、汇 款 ，以 防 犯 罪 分 子 利 用 电
信进行诈骗犯罪。①

营造浓厚宣传氛围 推动打击跨境网络赌博犯罪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涛
通讯员 张滨 任坤霞
为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合
法权益，进一步提高辖区群众防
范各类电信诈骗安全意识，加大
打击跨境网络赌博力度。商丘市

公安局建设分局民警充分结合
“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深入开
展宣传工作，全面营造打击跨境
赌博的宣传氛围。
活动期间，
建设分局民警深入
辖区人员较为密集的场所、街道，

采取悬挂横幅、散发宣传单、面对
面向群众讲解等形式，
宣传跨境网
络赌博的严重危害以及公安机关
依法严厉打击跨境赌博的相关事
项，
提醒广大群众自觉抵制境外或
网上参与赌博，
提高防范意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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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沟县人大视察
全县公安机关
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田林
见习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李龙喜
7 月 21 日，扶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郑峰同志一行对县公安局执法规范化建设
工作进行专题视察，
县委常委、副县长赵红
亮，县政府党组成员、公安局党委书记、局
长田豪杰，
局党委委员、政办室主任胡春华
陪同视察。
郑峰一行来到金海路派出所、局办案
中心、城郊乡派出所、公安局事故中心等地
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视察调研，提出指导性
意见和建议。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
局长田豪杰指出，
近年来，县公安局党委始终以建设法治公
安为目标，
持续完善执法制度体系，
但与广
大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依然存在诸多问
题和困难，
需要持续改进和加强。今后，
县
公安局将认真梳理视察组提出的建议和意
见，对执法规范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薄
弱环节，
逐一有针对性地进行整改落实。
赵红亮表示，
要加强公安队伍管理，
提
升服务质量，
加大打击刑事犯罪力度，
确保
我县社会治安秩序平稳持续向好发展。
郑峰要求全县公安机关要不断提高执
法水平和执法公信力，要进一步推进执法
规范化建设和警民和谐关系建设，带动公
安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步、新成效，
努力
为平安扶沟建设创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和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 ①

商丘观堂派出所
打击跨境网络赌博活动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涛
通讯员 王山东
为进一步加大打击跨境网络赌博活
动，保障群众的财产安全，近日，商丘市公
安局观堂派出所立足辖区，组织民警深入
辖区开展打击跨境网络赌博违法犯罪宣传
活动。
观堂派出所结合今年以来侦办的网上
赌博案例，组织民警、辅警深入村庄，以案
说法，
利用入户走访的机会开展宣传工作，
发放提示宣传单，向群众讲解网上赌博形
式、危害和违法后果。
同时，观堂派出所还利用微信、村广
播、宣传栏、标语横幅、沿街门面 LED 显示
屏等，
加大宣传防范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
努力营造良好的治安环境和风清气正的生
活环境。
辖区民警还深入工厂、企业、内部单
位、机关单位进行学校，并利用放暑假机
会，联合学校下发了《致家长一封信》提高
预防参与跨境网络赌博的针对性、有效性，
并发动群众积极提供有效线索，营造警民
共治氛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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